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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小榄镇两家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揭牌

广州白云区多元化解劳动纠纷再添新机制

“司法+工会”开启职工维权新路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
讯员蒋艺翎）1 月 6 日，
广州市白云区司
法局、
白云区总工会驻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法律援助工作站揭牌，
这意味着
白云区总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
面，
将司法纳入多元化解劳动纠纷机制
中，在原有“法院+工会”
“人社+工会”
基础上，
再添
“司法+工会”
。
据了解，该工作站是白云区司法
局、区总工会、区人社局三方共建共管
的法律援助工作站，由区总工会每周
安排律师驻点值班，为当事人提供法
律咨询、调解、仲裁代理等法律援助。
为建立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协作机
制，三方将不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宣讲、
以案释法等活动，提高劳动者法律意
识。适时共同召开重大疑难劳动争议
■调解员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
案件研讨会，对重大突发及群体性劳
动争议纠纷，符合本区法律援助条件
义上实现了广度上的全覆盖，深度上
的案件，共同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引导
的全介入，表明了白云区委区政府推
劳动者依法维权。
动依法治区，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劳动
据广州市白云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人事争议等社会矛盾的决心，是践行
任 、区 总 工 会 主 席 莫 小 云 介 绍 ，
“司
法+工会”首次将劳动合同之外的劳 “枫桥经验”，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探索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白云模
动者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如外卖小
式”的生动实践。
哥、网约车司机等。此次探索，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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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法律援助工作站还建立
调解仲裁、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工会
介入等一站式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
制，将法律援助、工会服务等政务服务
推到最前沿，为劳动者提供更精准、更
细致的政务服务，实现依法维权、文明
维权、有效维权。

构建服务
“新体系”壮大组织
“新力量”
深圳南山区十大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先进单位揭晓
本报讯 日前，2020 年深圳南山区十
延伸，扎实有序探索新时代工会参与基
大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先进单位评选揭
层治理的新路径，提升工会在构建社会
晓，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工联会、南头街
治理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道安乐社区工联会、蛇口街道深圳湾社
经过近一年的创建，16 家社区工联
区工联会等 10 家社区工联会获评 2020
会创建成效显著。十大精品社区工联会
年南山区十大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先进
创建先进单位引领了工会基层治理“南
单位。
山模式”：实现创新党工共建“新思路”。
据了解，为进一步创新工会基层治
形成了“党建带动、工会能动、双向互动”
理参与方式，发挥社区工联会参与社区
的工作体系，推进“党工共建”工作常态
治理的最大效能和联系各方的枢纽作
化、长效化、可持续发展，将社区民生微
用，2020 年，南山区总工会在全市率先开
实事与工会服务相结合，将党群服务中
展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工作，并提出了
心、党建室与职工之家建设相融合，实现
2020 年先行先试“8+2+N”模式。
“8”即 8
了阵地共建、资源共用、项目共享。摸索
个街道为主体开展创建活动，
“2”即 8 个
工会组建“新路径”。首批 16 家创建单
街道各推选 2 个社区工联会作为创建单
位辖区企业工会组建覆盖率达 97%以
位，
“N”即各创建单位开展 N 项品牌活
上，基本实现了辖区企业工会组织全覆
动和精准服务。
盖。构建职工服务“新体系”。
“ 线上”通
首批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单位由各
过“南山工会”微信公众号、各企业职工
街道总工会根据辖区实际情况，推选 2
服务微信群，纵深推进指尖工会服务，
家企业数和职工数规模在所在街道均排 “线下”不断根据辖区特点，打造“圆桌
名前 3 的社区工联会作为候选创建单
派”职工议事服务平台等特色项目，推动
位，经区总工会摸排调研并广泛征求意
企业职工为基层治理和工会服务献计献
见，确定首批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单位
策。建立“劳动关系信息员队伍”等调解
共 16 家。该创建工作旨在通过全面有
队伍，重点打造特色服务项目，形成横向
序推进精品社区工联会实体化、专业化、 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会服务新格局。如
规范化建设，将工会触角进一步向基层
为快递行业开展的“风火轮行动计划”，

为文创企业开展的“创意荟”项目，为厂
区职工开展的“宿舍文化”项目等 30 多
个品牌服务项目应运而生，举办系列活
动 100 多场次，惠及职工近 10 万人次。
壮大工会组织“新力量”。区总工会以构
建“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运作、职工
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会参与社会治理格
局”为目标，大力建设“专职+兼职”双轨
并行、双向培养的工联会工作队伍，重点
培 养 了 886 名 高 黏 合 度 的 工 会 积 极 分
子。
“ 新经验”示范效果好。经过资料审
查和实地考察、现场展示和自选答辩等
环节，由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等共同组
成的评委综合考核打分，确定 2020 年南
山区精品社区工会联合会创建先进单
位。同时，总结出一套具有南山特色、可
复制可推广的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工作
经验，为推动全区 101 个社区工联会精
品化建设提供了典型示范。
精品社区工联会创建工作启动以
来，南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南山工会
经验的推广擦亮了深圳工会品牌，更为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工
会贡献了“南山智慧”
“ 南山方案”，为粤
港澳大湾区内各级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提
供了“南山样板”
。
（南山工）

本报讯 1 月 6 日，中山市总工会一行
人到小榄镇分别为“周朝晖创新工作室”
“何湛泉创新工作室”
揭牌。
在揭牌仪式上，两家工作室领衔人围
绕工作室领衔人、概况、创新成员团队、运
行条件、制度建设、创新成果六个方面作情
况汇报。
中山市总工会对两家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给予赞扬与鼓励，并要求发挥
好创新工作室的作用，做好品牌宣传，
认真
扎实做好做实细节工作，
要坚持创新技术，
勇立潮头，继续为中山争光。要发挥好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劳模故
事、工匠故事，激励、引领更多的员工争当
劳模、争当先进、争当身边好员工。同时希
望公司工会围绕中心工作，在公司党组织
的领导下，
服务大局，
履职尽责，
担当使命，
发挥作用，为中山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多
作贡献。
（邹蓉 赵圆圆）

惠州大亚湾区总
召开劳模座谈会
本报讯 1 月 6 日，惠州大亚湾区总工
会召开劳模座谈会，7 名全国、省、市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使
命担当。
会上，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先后发
言，交流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畅谈大亚
湾的变化和发展，
并就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会议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是推
动大亚湾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骨干力量，希
望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承担使命；
坚持
深入学习，培养过硬本领；立足发展全局，
锐意进取创新，争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排头
兵、建新功立伟业的主力军、本领高能力强
的奋斗者、讲团结促和谐的带头人，引领广
大职工一道，为大亚湾的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区群团工作部、区总工会要进一步
发挥职能作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重劳
模、关爱劳模的良好社会风尚。
（惠州工）

江门新会沙堆镇总工会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本报讯 1 月 8 日，江门新会区沙堆镇
党委副书记梁均光，沙堆镇总工会专职副
主席曾耀文一行到城市困难职工家中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为他们送上生活物资，将党
和政府及工会“娘家人”的关爱和温暖带到
困难职工身边。
每到一户，慰问组都与困难职工详细
交谈，
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和工作情况，
再
三叮嘱他们有困难可以随时向工会反映，
工会会尽力帮忙解决。鼓励他们保持乐观
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非
常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工会对我们的关心
和关怀，让我的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我今后
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保持乐观心态，相
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困难职工蒋生
感动地说。
（沙堆工）

